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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导与神迹
第九课…

我们的主是一位有智慧的教师，说话、行事，都极有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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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导与神迹

过了不多日，
过了不多日
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

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…和好些别的
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
和好些别的妇女，
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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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加福音非常着重别人不大注意的社会边缘人，
很容易被人遗忘，可是却被主耶稣所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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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主耶稣开始教导 ─ 用比喻，
 路加福音记载许多的比喻，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
 第八章这个比喻，是马太、马可福音都记载的
「撒种的比喻」，提醒我们 ─听要留心
 人听主话的时候，人的心田好像有四种土，

四种土当中，只有一种土能够有好的结实
四种土当中
只有一种土能够有好的结实
 整个比喻里，主耶稣不停地提到「听」
耶稣说：「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！」
门徒问耶稣说：「这比喻是甚么意思呢？」
他说：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；至于别人，
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」

八8b-10

主耶稣在教导的当中，很大的篇幅是比喻。

路加记载着有 群姐妹们，跟在耶稣的身边，
路加记载着有一群姐妹们
跟在耶稣的身边
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服事着耶稣，
服事着耶稣整个事奉的团队。
服事着耶稣整个事奉的团队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比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体 ─
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例证，讲述属灵奥秘的神国真理
神国真理。
。

奥秘，并不是上帝不愿意让我们知道，
 乃是过去是隐藏的，今天随着主耶稣出来教导服事，
乃是过去是隐藏的 今天随着主耶稣出来教导服事
这个隐藏的神国度的真理，现在向我们来显示了
 耶稣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明
比喻不是只能按照字面意义来看而已，有中心的信息。
撒种的比喻很典型的 ─
天国主耶稣的真理，像是种子一样被撒出去，
被传讲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听，
好像种子持守在人的心田 ─ 有四种土。
。
主耶稣是提醒我们 ─ 我们听，要留心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从旧约圣经一直以来，上帝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给选民，
民
， 赛
─
选民真的有听吗？很不幸的，以赛亚先知就说
他们听是常常听见，却不明白；
看是常常看见，却不晓得。
上帝的仆人苦口婆心的传讲上帝的心意，
这些听众，听、是常常听见，
因为常常听见，反而心蒙脂油、耳朵发沉…
他们 听先知讲道，就说从前那个先知已经说过了，
他们一听先知讲道，就说从前那个先知已经说过了，
圣经的话已经讲过了，我们都听过了。
主耶稣自己出来讲道的时候，也是一样 ─
人听不见主的话，
主的话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里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 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有人告诉他说：
「你母亲和你弟 站在外边，要见你。」
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，要见你。」
耶稣回答说：

八20

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
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了。」
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、遵行主的话，
我们彼此在神的国度当中 ─
关系是这么的亲密，
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、
有同样的语言，
同样是生活在神国度的掌权里面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有很多因素 ─ 有土浅、石头地、荆棘来挤住了…
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教导、传扬主的话的时候，
我们真是要多多的祷告 ─
主耶稣啊！恳求你，能够来披棘斩荆去石头，
主耶稣啊！恳求你
能够来披棘斩荆去石头
让我们心田当中，防碍主的道生长的荆棘、思虑、诱惑，
能够被神的圣灵来剪除干净。
能够被神的圣灵来剪除干净
我在儿童主日学服事，跟老师们一起在教导完之后，
会 起祷告 ─ 求主耶稣保守这些孩子们，
会一起祷告
求主耶稣保守这些孩子们
听见主的话语之后，能够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，
，
不容许撒但来，把这些才撒上的真道种子给叼走了。
容许
来
才
真道
走
传道之后更是要好好祷告、来坚守阵地，
让主的话语不徒然返回，让我们的心田都能够成为好土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 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。
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
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…
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
「夫子！夫子！我们丧命啦！」

八22-25

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；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「你们的信心在那里呢？」
他们又惧怕又希奇 彼此说：「这到底是谁？
他们又惧怕又希奇，彼此说：「这到底是谁？
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」
耶稣教导撒种的比喻 ─
听主的话，真的要留心听
这时门徒惊讶希奇的是 ─ 连风和水都听从耶稣了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 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万物 ─ 风和水都听从耶稣，
更是提醒我们，听，真的是要留心…
主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没有一句话徒然返回，
可是最能够违背主话语的，
 却是拥有上帝形像、被他所创造、原本是尊贵的人
 所有受造的万物，都不会违背神的命令、神的话语
求主引导我们 ─ 让我们每一次在读经的时候，
都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听见、而且遵行；
让我们听 ─ 留心的听，
 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实累累
 而不是因为听过了，反而再也听不进去主的话，
而不是因为听过了 反而再也听不进去主的话
我们的生命就结不出真正像主耶稣的果子来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 ‧睚鲁的女儿
八27

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

他身上所附的鬼名字叫作群 ─ 就是多数的意思，
就是多数的意思
力气非常的大，已区隔多日，被脚镣捆锁在墓园。
八30

耶稣问他说：「你名叫甚么？」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 ‧睚鲁的女儿

到了格拉森，主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 八26-39
这地区在加利利海的东岸，有外邦人杂处。
遇到一个人被污鬼所附着，大声喊叫说 ─
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」，
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」
 主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，
门徒问：「
门徒问
「这到底是谁」，
」
门徒好像不是那么认识耶稣
 有点反讽，这位被鬼附的、外邦地区的人，
有点反讽
鬼
邦
从他的口中见证了耶稣是谁
有很多因素会造成鬼附，我们看见 ─
，
，
没有任何问题，是耶稣的能力所不能解决的，
没有任何的疑难杂症，是耶稣不愿意面对、不愿意帮助的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 ‧睚鲁的女儿
八37

格拉森四围的人，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。

也许格拉森城的人认为 ─
你使两千头猪投到山崖下淹死，
让我们遭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…
让我们遭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
耶稣真的就离开了、没有进城。

非常瞬间 鬼附的人被耶稣医治清醒过来
非常瞬间，鬼附的人被耶稣医治清醒过来，

群就附在旁边的一群猪上，滚下了山崖。
鬼附的问题解决了，
；
魔鬼的权势被耶稣的能力所解决了；
可是格拉森的人却非常的惧怕。
，
撒但问题的严重程度，
似乎还不及人心硬 ─ 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问题。

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；
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：
「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作了何等大的事。」

八38-39a

在这个能力的释放中，耶稣的名就算人拒绝，
主耶稣仍然乐意让这个曾经被鬼所附的人，
来成为耶稣传福音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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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
有一群人不大欢迎耶稣…、有一群人迎接他
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睚鲁，
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；
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十二岁，快要
快要死了
死了。
。
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
有一个女人，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
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，
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大家都摸了，可是只有这个女子的生病被医治了。
得血漏的人 ─不洁净、不能参与会众的活动，
她已经羞羞愧愧的过了十二年了，见不得人。

八40-46

他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繸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
耶稣说：「摸我的是谁？」众人都不承认。
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：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」
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 」
耶稣说：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」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混乱中，似乎睚鲁家女儿生病的事被耽延了…
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：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，说：
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」

八49

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：「不要怕，只要信！」
主耶稣多么的沉稳 ─ 慌乱中，主耶稣有自己行事的步骤…
耶稣知道路上这位女子，
十二年来她需要被医治、被释放。
耶稣在这个耽搁当中走进了睚鲁的家，
 也许人以为好像耽误了、来不及了
 在上帝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太迟的
耶稣不是医治这个小女孩的疾病，
乃是使小女孩从死里复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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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说：「摸我的是谁？」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…
稣说 「摸我的是谁？」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
耶稣对她说：「女儿，

你的信救了你；平平安安的去吧！」
她所蒙着的医治不只是身体的医治，
耶稣触摸到她的内心…
 耶稣与她建立了人与人、面对面、眼睛对眼睛的关系
 恢复了她的自尊，建立她全人得着医治的见证
这女子被医治了 ─ 没有名没有姓，却与耶稣面对面的相遇，
没有名没有姓 却与耶稣面对面的相遇
这个女子摸着了耶稣，也被耶稣摸着。

‧撒种的比喻 ‧真正的亲属‧风浪之主‧被鬼附的人‧睚鲁的女儿

读圣经的时候，生命的节奏要被耶稣的话来重新调整
经
生命的节
耶稣的话
─
我们认为非常重要、迫切…需要立刻被耶稣解决的事，

耶稣看又是何如呢
稣看
何如 ？
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耶稣讲道、行神迹、跟人互动，

耶稣按照天父给他生命的时间表，
没有一件事情是匆匆忙忙的，
没有一件事情在他来说是来不及了。
不论是十二年的疾病、十二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
让我们都愿意把它带到耶稣的跟前，
让我们不放弃希望 ─ 只要有耶稣在，
我们知道他有办法、他能够解决，
 他解决的不是只有表面的问题
 他解决的是真正我们心灵深处，需要被防堵的破口

爱我们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
我们感谢你

祷告

当我们信得过你的慈爱的时刻，我们就敢把自己
更多更多的交在你的手中 ─ 没有保留的；
容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，

你来掌权、你来作王！
也求你光照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是否 ─
某些黑暗的角落，我们自己都放弃希望了，
家庭当中某一个家人，我也觉得不可能了；
主耶稣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重燃希望，
让我们渴望把这些问题 ─ 心头上的人跟事，
借着祷告再一次带进你的同在当中，
容许你来触摸、容许你来医治。
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
